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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华

许达哲省长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一点引人瞩目， 就是湖南2019年
要实现在高质量发展的维度下，经
济增长7.5%-8%。 在国际国内大环
境复杂多变、 各种风险挑战并存的
条件下，湖南凭什么？

向改革要动力。 改革是发展的
动力，这是公认的道理。但是，因为
各种因素的影响， 改革已进入深水
区而困难重重。 比如体制机制性问
题的顽固存在， 制约了进一步发展
的空间。 像国有企业厘清责权利的
问题，“僵尸企业”市场出清、人员安

置等问题， 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政府部门服
务企业的方式、 干部作风建设等问
题，都是“拦路虎”“硬骨头”。虽然我
们一直在努力，近年来动作不小，但
是存量仍然很大。我们要看到，每一
个问题的解决就是一次制度层面的
松绑， 就会给企业的进步释放出几
何级数的空间。

向创新要活力。这是一个创新
为王的时代。新经济、新业态、新技
术令人炫目 。事实证明 ，创新成果
应用于实践换来的是革命性的突
进 。过去的一年 ，我省创新发展取
得突破 。我省提出的 《关于支持湖

南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建议》获得国
家批复 ； 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占比
稳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净增1400
家 、达到4500家 ，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14%；同时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27项 。 这是我省实现创
新发展的现实基础 。 这次许达哲
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未来的创
新发展作出了科学的擘画 ： 打造
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
核心的科技创新基地 ，推进 “三区
一极 ”“三谷多园 ”建设 ，支持国家
创新型城市试点 、 可持续发展议
程创新示范区创建 ， 加快科技创
新型县 （市 ）建设 。积极创建国家

生物种业技术创新中心 ， 加快建
设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创新
中心，建设好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
城。 加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
实施生态农业 、 现代种业 、 新材
料、自主可控信息技术等领域基础
研究，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研
发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实现创新发
展的有力抓手。

因此，锐意改革的姿态、勇于创
新的精神才是新湖南应有的气质，
新年的目标和期许中的“富饶美丽
幸福”， 也只有在改革和创新的推
动下才能成为现实。

孙维国

临近除夕， 村晚之花正在全国各
地乡村“盛开”，越来越多的乡村为喜
迎春节举办村晚。 这种身临其境的亲
身参与， 既可让百姓在文化中的主体
性真正落地， 也可丰富百姓的文化生
活，满足百姓的精神需求。不言而喻，
这样接地气的文艺形式受到百姓欢
迎。

在笔者看来， 村晚不仅是繁荣群
众性文化活动的抓手， 在激活乡土文
化上也可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的乡土
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各具特色。
让乡土文化生机勃发，这不仅是传承、
弘扬乡土文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振兴
乡村，建设农村精神文明，丰富农民文
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因为村晚在对接、
激活乡土文化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
用。乡土文化中包含的民俗风情、传说
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

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不
仅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最鲜活的创作源
泉，也是村晚取之不尽的演出素材。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
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 是区别于
任何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 是民族凝
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 乡土文化
需要弘扬，需要得到全方位的保护。充
分利用好、 发挥好村晚这一基层群众
文化活动，以激活、保护乡土文化，既
有利于文化惠民的持续开展， 也有利
于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 更有利于繁
荣农村文化、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要拿出
具体措施，激活村晚的“蝴蝶效应”。要
结合民众实际文化需求， 将村晚与民
众生活习惯、乡风民俗紧密结合，把百
姓喜闻乐见、 通俗易懂的文化艺术形
式融入村晚，讲好乡土故事，唱响群众
“好声音”。

毕文章

日前， 四川省纪委监委对省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书记、 主任
青理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引人注目的是，“双开”
通报着重点出青理东 “担任县委书
记期间严重损害当地政治生态”。

临危受命任汶川县委书记的青
理东，曾是万众瞩目的明星官员。青理
东之所以被称“演技太高”，是因为他
在日常工作和电视上，总是以“人民的
好干部” 的形象出现。2013年12月，央
视曾以 《走基层·为人民服务新观察
四川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为题，连续
5日播放其在汶川执政的故事。 其中，
最为人熟知的是 《汶川县委书记青理
东母亲街头捡废品》的故事。然而，事
实胜于雄辩，他就是一个“两面人”，就
是典型的“戏精”，结果他演砸了，穿帮
了。

“戏精”官员的存在是一种政治人
格的分裂： 一方面要按党的要求廉洁
勤政，能为人先，而另一方面他又摆脱
不了私欲的膨胀和对名利的追求。二
者难以两全的情况下， 他就只能靠

“演”，面子上的事做得“美丽动人”，骨
子里却蝇营狗苟。

青理东是官员队伍中“优秀演员”
的代表，同类演员也还不少。党的十八
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李春
城，在担任成都市委书记期间，也曾多
次发表反腐倡廉的“高见”。他曾提出
“要着力抓好党风廉政方面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 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
发的势头。”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
委书记廖少华， 在遵义履职不过一年
多，可是廉政语录却有一大堆。他在遵
义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月”启动仪式
上， 不仅要求领导干部坚守 “三道防
线”“廉政五关”，甚至还和与会人员到
监狱接受警示教育。

“戏精”官员无疑危害甚烈。他
们善于做戏 、欺上瞒下 ，给国家和
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反腐利剑
下 ，一个个 “戏精 ”双面官员 “演砸
了”，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但严
峻的现实提醒我们，“戏精”官员不
会绝迹，只有真正将权力关进法治
之“笼”，逐渐铲除滋生官场“演员”
的土壤，他们的“穿帮”和倒台才是
不可避免的。

春节临近， 正是各类保健品
大显身手的时候。 前不久对权健
公司的查处再次提醒人们： 夸大
宣传真假难辨的保健品仍然颇有
市场， 打着中医药旗号的保健品
营销行为也没有禁绝。 而农村由

于监管难到位， 不法商家一直视
为规避风险、逃避打击的“乐土”，
从而争相“下乡”。因此，消费者需
要睁大眼睛， 市场监管者更应延
伸执法的触角。

图/陶小莫 文/郑亮

乘改革创新之舟破浪前行

斯涵涵

近日，有“微信生态第一股”之称
的杭州电商公司有赞举办的2018年的
公司年会，引起了争议，被广泛讨论。
因为这次年会上“有赞”高管当场宣布
了未来执行996工作制(早9时至晚9时
每周工作6天)，引发大量员工不满。而
“有赞”高管甚至声称如果工作家庭不
好平衡，可以选择离婚，更引发轩然大
波。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
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
时间不超过44小时； 加班需要与劳动
者协商， 最多每天不能超过3小时，每
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并且加班必须要
支付加班费。很明显，“996”工作制违
反《劳动法》。但是为了规避法律的处
罚，不少企业往往披上“员工自愿”的
外衣，像“有赞”这样，“理直气壮”地宣
布执行“996”工作制，简直将劳动法规

和劳动者权益视若无物。
“996”工作制折射了一些企业严苛

冷漠的文化。 由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地
位、权益严重不对等，在当下劳动力市
场竞争激烈、 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
“弱不禁风”。企业随意侵占员工的休息
时间，漠视职工休息权，员工为了得到
薪水或保住工作岗位， 往往敢怒不敢
言。而工会组织的失声、监管部门的乏
力加剧了劳动者的弱势，使得员工在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和企业进行正
面冲突，只能打脱牙齿往肚里咽。

目前，“有赞” 高管言论引发大量
员工不满，网友们也讥讽“有赞”年会
变成了鸿门宴。 相关监管部门应该依
法介入， 切实维护普通劳动者的休息
权利和人格尊严， 对严重侵犯劳动法
和劳动者权益的企业予以曝光和规
制 ，督促改进 ，不能任由 “996”“被加
班”成为流行的潜规则。

激活村晚“蝴蝶效应”

“戏精”官员迟早会“穿帮”

“996”是侵犯职工权益的黑洞

谨防虚假保健品下乡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 杨哲） 这几天， 不少市民发
现， 长沙市人民西路天时酒店路段多了一
条会发光的斑马线。今天，记者从长沙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 经过该支队工程设
施大队与长沙市云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奋
战施工8个夜晚，首条智能动态人行横道线
亮相长沙街头。

与普通斑马线相比，智能动态人行横道
线能更加醒目地提醒机动车驾驶人员，特别

是在夜间有助于明确机动车、非机动车和人
的道路界限，提供良好的视觉环境，保障行
人安全。因发光设备嵌入在城市道路且发光
面与路面齐平，智能动态人行横道线能改善
“低头族”危险过街的不良习惯，也能有效提
醒机动车驾驶人员规范行车、礼让行人。

据介绍， 其发光装置采用电磁场发光
膜材料，不会造成刺眼，可避免光源对驾驶
员和行人的干扰， 同时还能美化城市道路
环境。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今天，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
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犯阳赞云
依法执行死刑。

2018年9月12日晚7时30分许，罪犯阳
赞云驾驶湘D133ZY路虎越野车冲入衡东
县洣江广场，冲撞碾压人群，并持折叠铲、
匕首砍刺现场群众。随后，阳赞云被公安民
警抓获归案。此次事件共造成15人死亡、6
人重伤、28人轻伤、6人轻微伤、3人损伤轻

微。
2018年12月12日，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 并当庭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阳赞云死刑， 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阳赞云没有上诉，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 并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8日
裁定核准了对阳赞云的死刑判决。

依照法律规定，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执行死刑前， 安排罪犯阳赞云会见了近
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

会发光的斑马线首现星城

“驾驶路虎撞人致15死案”
罪犯阳赞云被依法执行死刑

1月29日晚，长沙市人民西路与太平路交会处，市民从智能动态人行横道线通过。
傅聪 肖送云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见习记者 陈阳
通讯员 黄蔡芬)1月29日下午，在常德市鼎
城区举行的2019新春招商引资推介会上，
该区与常德高新区新引进的15个产业合
作项目集中签约， 投资总金额超过70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有11个。

2018年，鼎城区紧紧围绕“抢抓新机
遇，建设新江南”的战略目标，大力抓好招
商引资工作，积极对接“北上广”，深入实施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全年累计
引进项目52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1个，
总投资247.8亿元；引进外资企业2家，获评
全省开放型经济优秀县（市、区）。

鼎城区委负责人表示，2019年， 该区
和常德高新区将继续深入推进招商引资，
力争引进“500强”企业3家，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8%以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长9%以上。

常德15个产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投资总金额超70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临近春节， 邵阳县罗城乡保和村贫困户
杨少斌并没有闲下来， 而是忙着跟合作社的
其他成员一起丈量新的土地， 准备扩大养鸡
场的规模。

杨少斌之前在外务工， 后来由于父亲患
癌症，他便回乡照顾父亲。回来后，杨少斌很
长时间无事可做，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去年5月， 开源·浏阳河集团扶贫队来到
村里，因地制宜提出利用绿色养殖技术，发展
养鸡产业。

杨少斌动了心， 但和其他贫困户一样有
着很大的顾虑，“主要担心这些鸡养起来后，
卖不出去。”

这个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开源·浏阳河集

团承诺如果卖不出去，他们负责回收，我们心里
就有底了。”杨少斌介绍说，去年8月，他拿出1万
元入股合作社。合作社由6户贫困户共29人组成，
一共养了2000只从武冈引进的“太空鸡”。

目前， 鸡已卖出了一半， 杨少斌拿到
5000多元的分红。 他们决定今年扩大规模，
再养5000只。

“不仅是养鸡产业，开源·浏阳河集团还和
村里93户村民签订了旱杂粮种植帮扶协议，其
中30户是贫困村民。” 保和村村支书刘建国介
绍说，去年5月，该企业积极响应省委“万企帮
万村”助力脱贫攻坚的号召，到保和村开展帮
扶工作，承诺以高于同期市场价5%的价格收购
村民种植的旱杂粮。

不止是在保和村， 开源·浏阳河集团以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形式，在省内

多个贫困村建农业专业合作社，并探索“五个
一”整村带动的模式，即“结对一个行政村，组
建一个合作社，培植一个产业，帮助一批贫困
户，兴旺一块经济”。

慈利县零溪镇象鼻嘴村即是受益乡村之
一。该村党总支书记向冲告诉记者，从2007
年起，开源·浏阳河集团以资金、技术和管理
入股，村委会和村民以土地、产品入股，成立
了“开源·象鼻嘴农业公司”。如今，这个公司
年收购各类农产品价值超过400万元， 象鼻
嘴村民收入也由2006年的人均2100元增长
到现在的14000多元。

“浏阳河集团的使命就是为扶贫而来。” 开
源·浏阳河集团董事长罗可大介绍，从今年起到
2020年，该企业产业扶贫重点对接村将增加20
个，扶助4000户左右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现在有了水厂，大家回来工作了，年轻
人也越来越多，整个村子更有活力了。”日前，
记者在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见到村民隆忠
奎时，他正在村里的山泉水厂忙着检查设备。
村里人习惯于把山泉水厂称为水厂。 水厂的
全自动化生产线上， 一瓶瓶矿泉水正在进行
灌装。

今年29岁的隆忠奎，是水厂的管理人员
之一。16岁初中毕业后，他就跟着同村的年轻
人外出务工。

2017年，远在苏州打工的隆忠奎通过村
里的微信群了解到，村里要建山泉水厂，当即
就决定回家乡。

山泉水厂， 正是步步高集团积极响应省
委“万企帮万村”助力脱贫攻坚号召，全额投
资兴建的。

2017年4月，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带领
团队在十八洞村做扶贫调研。 调研中他发现，
村里山多地少，无法开展大规模种养产业。

经询问，王填得知村里有两口好泉水，当
即请人带路，跋山涉水两个多小时来到洞里，
取了4瓶水样带回去化验。与相关部门论证建
设水厂的可行性后，王填决定在当地建水厂，
生产矿泉水，让十八洞村有个持久的产业。

当年6月，步步高集团在十八洞村设立湖
南十八洞山泉水有限公司，总投入3000余万
元。

2018年3月， 十八洞村山泉水正式上市

发售。 十八洞村集体享有山泉水销售的15%
收益，同时，每销售一瓶山泉水会有一分钱
进入扶贫基金。未来，步步高集团还将在省
内其他有优质水源的贫困地区建设十八洞
山泉水灌装厂。

“水厂既能让村里享受到占股分成，又
能直接解决我们回家就业的问题，挺好的！”
现如今，隆忠奎在水厂工作，每个月有几千
元工资，自己土地入股村里种植猕猴桃也有
分红。

水厂建起，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
越来越红火。“过几天，又有一个从小玩到大
的朋友要结婚了。” 已经当了爸爸的隆忠奎
告诉记者，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见证了
村里好几位朋友脱单。

“脱贫水”带富十八洞
———步步高集团帮扶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纪实

民营企业
有力量

使命就是为扶贫而来
———开源·浏阳河集团帮扶贫困村纪实

金原 李娟红

三代人接力不间断，二十年爱心美名扬。
前几天， 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街道新安社区
的彭寿松老爷子迎来了自己的80岁生日，这
个耳不能听嘴不能说的孤寡老人， 却有一大
群“子女”前来给他庆贺生日，他们都是社区
的党员、志愿者。

彭寿松老人是新安社区11组的居民，10
岁时因病不幸丧失听力和说话能力， 父母在

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世。随着年龄增长，老人因身
体原因不能再从事体力活， 原本清苦的生活更
加无以为继。

20年前，当时的新安村党支部开始派人照
顾老人。如今，20年过去了，新安社区历经了几
届人员变换，但对老人的照料却从未间断。

为了改善老人的生活条件， 新安社区经过
多次协商， 为彭寿松在村里安置小区安排了一
处80平方米的住所，集资购买了家具家电和日
常用品。 老人的日常生活开支一部分来源于民

政救助，一部分是辖区志愿者定期捐助，医疗费
用一直由社区承担。 新安社区的民政专干从上
任第一天开始就会接过照顾彭寿松老人的接力
棒。为了方便与老人沟通，新安社区连续三任民
政专干都自学手语。

老人家里没水了、 没电、 遥控器坏了等问
题， 现任民政专干黄芳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去解
决。社区负责人杨英告诉笔者，彭寿松老人现在
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血压也高，2018年住院治
疗就有3次，因无法正常交流，每次住院都由黄
芳充当医生问诊的翻译， 住院期间的陪护也由
她一肩承担。久而久之，医生都打趣地说：“彭爷
爷，你这‘女儿’孝顺得很啊。”

爱心不间断 社区有温度


